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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聖經中的會眾詩歌 

 

一、 聖經中音樂的起始 

以色列人是口傳為主的民族，記譜法於中世紀后期

才出現，所以今天聖經中記載的只是詩，而不是音

樂。但在聖經中，還可以看見很多關於音樂的記載。

聖經記載第一位創造音樂的人，叫猶八。創 4：21

“雅八的兄弟名叫猶八；他是所有彈琴吹簫之人的

祖師。”在中國音樂發展史中，先祖傳疑年代文化

裡，猶八的行為和黃帝命為樂官、用竹管制定十二

律的伶倫（注：相傳為音律的創作者）相若，所以

他也是吹的樂手，兩者有共通之處。 

 

二、 聖經中的三個音樂時期 

1. 圣殿建立之前：生活音樂与戰歌 

a. 生活音樂：聖殿前時期，以色列人有很多生活音

樂。例：民 21：17－18 的“水井之歌”，是以

色列人在曠野中找到水源時表達歡喜的作品－

“井啊，湧出水來！你們要向它歌唱！這井是領

袖用權杖所挖，是百姓中的貴族用手杖所掘。”

（注：本科講義所有經文引用《和合本修訂版》）

另外，創 31 章中拉班送別雅各時，質問雅各為

何他不可以“歡樂、唱歌、擊鼓、彈琴送你回去

呢？”（創 31：27）顯示當時已有驪歌的存在；

也有大衛為掃羅彈琴的抒壓音樂（撒上 16 章）。 

b. 戰歌：以色列民族的發展，與外族交手的戰爭有

密切關係。作為口傳歷史的民族，重大歷史事件

會以歌唱方式保留下來，例如： 

i. 比較有名的米利暗之歌（出 15：1－21），在以色

列人過紅海以後歌唱，是記載以色列人得勝的凱

歌：“那時，米利暗女先知亞倫的姊姊，手裏拿

著鈴鼓；眾婦女也跟她出去打鼓跳舞。米利暗回

應他們：‘你們要歌頌耶和華，因他大大得勝，

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出 15：20－21） 

ii. 也有一些著名的短詩，如“掃羅殺死千千，大衛

殺死萬萬。”按照聖經記載，這正是當時以色列

的婦女歡歡喜喜，打鼓奏樂，唱歌跳舞，迎接掃

羅王時歡樂唱和的歌聲（撒上 18：6－7）。 

iii. 在耶利哥城外圍城的靜默與大叫、吹角（書 6：

15－16），以後現代的看法來說，是為“聲藝合

奏”（Speech Choir）。 

2. 圣殿建立：禮儀音樂 

a. 禮儀音樂：所羅門建立聖殿后，禮制興起，甚至

有專職的歌唱事奉人員，在代上 6：31－32 中：

“約櫃安設之後，大衛派在耶和華殿中管理歌唱

事奉的人。他們在會幕前負責歌唱的事奉，及至

所羅門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華的殿，他們就按

著班次供職。”他們有領袖（代下 5：11－14）、

有訓練教人唱歌（代上 15：22）、有器樂（代下

5：12－13），更加有標準的歌詞，如：“耶和華

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他們有合唱的

形態（合一齊聲，代下 5：13），而且神也回應了

他們的歌聲，聖經中說：“那時，耶和華的殿充

滿了雲彩。祭司因雲彩的緣故不能站立供職，因

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神的殿。”（代下 5：14），

相信這也是我們歌唱敬拜神時的最高期望。 

b. 詩篇：所羅門聖殿的禮樂制度，就是猶太教規範

化的開始；對應中國，就是周朝的禮樂制度。它

明確地規範了應該如何崇拜神。歌唱的歌詞，也

漸漸將詩篇整合進猶太人平常的敬拜當中，一些

個人的體驗也成為了會眾的詩歌。 

詩篇 150 篇中有 116篇都附有主題。可以分為種

類、用途、樂器、調子、作者、寫作場合或原因

等等的內容。 

i. 種類：如金詩、訓誨詩等。 

ii. 用途：如獻殿、安息日、上行之詩。 

iii. 樂器：如絲弦、吹的樂器。 

iv. 調子：如遠方無聲鴿、百合花。 

v. 作者：如大衛、摩西、可拉的後裔。 

vi. 寫作的場合或原因：“大衛逃避他兒子押沙龍的

時候作的詩”。 

vii. 詩篇的歌唱方法，有獨唱，有啟應：如詩 67：1

－2，有對應唱和：如詩篇 103：1－2，或者是連

續的禱告：詩 118、136“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詩篇中有兩種比較特別的希伯來音樂特色。第一

種是細拉。細拉在詩篇中出現過71次，簡單來說，

像我們今天音樂中的間奏、又可以像我們今天的

休止符，也可以是音樂中的“Fine”，即是終結。

細拉可以算是僅存下來的音樂標記。另外，以色

列人喜歡使用對句，例如一些平行式的“人算什

么，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顧他？”

或者是“你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手所作的工，

求你堅立。”，這些相信在當時的音樂中都會反

映出來。 

c. 八小頌歌（8 Lesser Canticles）：這些詩歌並

不是當時以色列人歌唱的，但後來卻成為教會偶

爾歌唱的詩歌，而歌名均為拉丁文，下面用鈄體

列出。分別是： 

i. 摩西之歌（Audite coeli，申 32：1－43） 

ii. 出紅海之歌（Cantemus Domino，出 15：1－18） 

iii. 哈巴谷的禱告（Domine, audivi，哈 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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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約拿的禱告（拿 2：2－9） 

v. 哈拿之歌（Excultavit cor meum，撒上 2：1－

10）、 

vi. 大衛之歌（代上 29：10－18） 

vii. 希西家之歌（Ego dixi，賽 38：9－20） 

viii. 耶利米之歌（耶 31：10－14） 

ix. 以賽亞之歌（Populus qui ambulabat，賽 9：2

－7；Confitebor tibi，賽 12：1－6；Urbs 

fortitudinus，賽 26：1－2；Illuminare，賽

60） 

d. 哀歌：隨著以色列人的被擄與歸回，以色人多使

用了不少哀歌。 

e. 其他：兩約中間典外文獻中，也有不少詩體文獻，

包括《詩篇 151 篇》講述大衛戰勝歌利亞，《三

童歌》講述但以理的三個朋友投入火爐之中所唱

的歌，以及瑪拿西的悔過詩－《瑪拿西禱詞》。 

聖殿建立后，聖經主要的音樂記載，主要圍繞聖

殿的音樂，而先知的歌聲或者頌歌，主要是演唱

而非人人能唱，所以也不能算為“教會會眾音

樂”。聖殿建立后，猶太教的音樂方向，也由生

活音樂與戰歌變成安定下來的宗教音樂。 

3. 圣殿后時期：新約之中的詩歌 

新約時代不得不提的是四大頌歌（Greater 

Canticles）。這四大頌歌雖然好像是個人的祈禱，

但是在教會發展后期，卻成為了傳統教會必唱的

詩歌，直到今天，在聖公會或者在羅馬公教、東

正教會這些重視禮儀的教會之中，仍然在唱頌

著。 

a. 耶穌出生時的詩歌：四大頌歌記在路加福音首兩

章。四首歌（拉丁文）分別是： 

i. 馬利亞尊主頌（Magificat，路 1：46－55）， 

ii. 撒迦利亞開口的讚美，撒迦利亞頌（Benedictus，

路 1：68－79）， 

iii. 西面看見耶穌后，向神祈禱說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的頌歌，西面頌（Nunc Dimittis，路 2：29－35）， 

iv. 天使對牧羊人報喜訊的榮耀頌（ Gloria in 

Excelsis，路 2：14）。 

b. 耶穌生平的唱歌：聖經中只有一個時刻記載耶穌

的歌唱：太 26：30和可 14：26“他們唱了詩，

就出來，往橄欖山去”。耶穌的詩歌，是與他的

苦難同在！在耶穌面對人生最大的壓力時，他和

門徒唱詩，並被記載下來！ 

c. 早期教會的詩歌： 

i. 猶太人的音樂：早期教會使用的都是猶太人的音

樂、崇拜的形式，也是猶太人慣用的崇拜形式。

所以我相信保羅與西拉在監獄中，也是唱猶太人

讚美神的詩歌。 

ii. 頌詞與靈歌：西 3：16“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

督的道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用詩篇、讚美詩、

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以感恩的心歌頌神。”

和弗 5：19 說的“要用詩篇、讚美詩、靈歌彼此

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主。”詩章／詩篇就是詩

篇，是猶太人慣常讚美的篇章，讚美詩／頌詞簡

單來說，那些頌歌就是我們今天歌唱的聖詩詩歌，

靈歌則是一些即興，由心而發的音樂片段。 

iii. 兩首最有名的在讚美詩：和認信有關，其中一首

來自提前 3：16：“敬虔的奧祕是公認為偉大的：

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

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還有

腓 2：5－11 的“所以神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

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跪下，眾口

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耀給父神。” 

 

三、 永恆的啟示錄之歌 

啟示錄中的歌頌是我們未來要參與的，也是我們預

先品嘗的永恆讚美。在啟示錄之中，我們可以看見

有四活物之歌（啟 4：6－10）、二十四長老之歌（啟

4：10－11，11：16－18）、千萬天使之歌（啟 5：

11－12，14：2－3）、眾生之歌（啟 5：13），其中

也會採用不同的樂器如：豎琴（啟 5：8）、小號（啟

18：22）、長笛（啟 18：22）。這些歌聲和樂器展現

了永恆的景象，宣告神永遠配受崇拜，永遠掌權。 

 

四、 小結：由創世記到啟示錄的音樂 

1. 以色列人歌詠內容隨歷史而變：神創造音樂，也

讓我們參與在歌唱之中。自從聖殿建成，或自以

色列人流亡巴比倫，聖殿時期的詩歌由歌頌神的

榮耀，漸轉為談及以色列人的苦難。今天還會看

見以色列人在哭牆唱耶利米哀歌，但那種感覺絕

對不會和我們在開始時介紹的水井之歌一樣。 

2. 新約教會的認信詩歌：到了外地，基督徒成為小

群，要經常借著宣告信仰，讓世界聽見所信奉的

基督是誰，也要努力將基督徒群體從猶太教群體

分別出來。他們訂立的“詩篇、讚美詩、靈歌”

也成為後世基督教音樂的重要框架。 

3. 聖經中啟示錄的音樂中，我們要參與的永恆讚美，

也是所有之前宗教音樂的應驗，所有舊約、新約

讚美的指向，完全集於永恆上主的讚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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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教會歷史中的會眾詩歌 

 

這個課程的重點在於一般信徒能夠唱出的會眾音樂，

以及在教會中的音樂管理。由今課開始，請預備好

紅本《讚美詩（新編）》，我們可以使用這本詩集，

更加了解不同時代的詩歌作者對會眾詩的體會。 

 

一、 古典聖詩－希臘聖詩 

1. 第一套詩歌：公元 112 年，在皮里紐（Pliny the 

younger）報告書中，曾經記載基督徒“約在固

定的一天黎明前聚會，輪流向基督唱詩歌，如同

唱給一位神。”這唱詩的習慣，是聖經以外最早

的記載。那時他們除歌唱《大哉！敬虔的奧秘》，

或《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為主》以外，也唱別

的詩歌。第一套有刊載的詩歌叫《所羅門頌歌》

（Odes of Solomon）。這套作品是模仿舊約詩篇

以希臘文而寫成的，今天再度使用它，可以成為

我們禱告靈修的材料。如有意閱讀，可瀏覽 http：

//t.cn/RZkUNCJ。 

2. 基督徒的頌歌：《哈利路亞頌》（Alleluia）、《阿

們頌》（Amen）、《垂憐頌》（Kyrie Elesion）、《三

聖頌》（Sanctus）、《羔羊頌》（Agnus Dei）等來

自聖經的頌歌。這些頌歌，可以從紅本《讚美詩

（新編）》的 387－400首找到。 

3. 讚美詩：基督教傳到羅馬帝國，信徒開始使用西

部的拉丁語和東部的希臘語兩種官方語言寫讚

美詩。這裡介紹的第 104首《復活良辰歌》是希

臘詩歌。這首歌由大馬士革的約翰所寫，內中將

逾越節和復活節連繫起來，也將耶穌復活後的情

況，在詩歌中唱頌出來。 

 

二、 拉丁聖詩：中世紀教會與禁止會眾唱詩 

1. 會眾被禁止歌唱：隨著羅馬帝國把基督教合法化，

歌唱詩歌漸漸變成專業詩歌班的專利。公元 367

年老底家大公會議第 15 條法令宣佈：“除了規

定的歌唱者必須在講台上使用規定的歌本歌唱

以外，其他人不可以歌唱。”這是會眾詩迷失的

開始。教會漸漸變成只有詩歌班／修士歌唱，會

眾不歌唱。 

2. 會眾歌唱能力減弱：公元 8 世紀，神聖羅馬帝國

的查理曼大帝規定帝國內必須使用拉丁文舉行

彌撒，他的統治版圖是今天的德國、法國以至捷

克、奧地利等，所以差不多整個歐洲都開始使用

外語舉行崇拜。這進一步減低了弟兄姊妹參與崇

拜歌唱的能力。 

3. 中世紀的格高里聖詠：中世紀主流音樂被稱為格

高里聖詠。那是在教宗大格高里於六世紀創設，

主要是單音織體（Monophonic）音樂。當時的音

樂也不使用今天的大調和小調，而是有其他的調

式（ Mode）。到了中世紀末期，複音織體

（Polyphonic）出現，簡單來說像我們今天聽到

的賦格曲式。 

4. 中世紀記譜法：中世紀開始有記譜法，使音樂可

以記下來，所以今天我們能夠唱到一些拉丁聖詩。

其中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是《以馬內利來臨歌》（第

66首），它本來是一套啟應禱告，在 12月 17日

至 24 日每天讀出一句的，被稱為“大對經”

（Great Antiphon）或“噢對經”（O Antiphon），

因為如果你看到英文歌詞的話，每一句首都是以

“噢”字開始。祈禱共有 7項：“以馬內利、上

天的智慧、全能的主、耶西之條、大衛之鑰、清

晨日光、萬邦盼望。”，可惜今天我們在紅本《讚

美詩》中只有三節，未能完整長出這首聖詩。另

外一首是大家很熟悉的《聖法蘭西斯禱文》，或

者叫《使我作你和平之子》。 

 

三、 宗教改革：會眾音樂遍地開花 

1. 中世紀的崇拜：催生了很多今天仍用的詩歌，今

天的崇拜也基本上是由那框架簡化而來。 

2. 基督新教出現時：教會音樂面對兩個問題－ 

a. 崇拜以拉丁語舉行，無論所唱、所讀、所聽，會

眾均不理解； 

b. 獻唱水平極高，可惜會眾無權參與唱詩。 

3. 宗教改革時：不同的改教者希望重新專注會眾參

與教會音樂的問題。其中最有名的是馬丁路德和

加爾文。 

a. 馬丁路德：他是半個音樂家，他從小參加詩班，

也會吹笛子。他認為“除了神的聖道，音樂這種

崇高的藝術是世上最寶貴的寶藏。它控制我們的

心、靈、意念。如果一個人不認為音樂是神的美

妙創造的話，他不配稱為人，他只配聽驢和豬的

叫聲！”由馬丁路德撰曲填詞，最有名的詩歌，

是《堅固保障歌》（327 首）。他當時教授歌曲的

方法是：先教兒童唱，再讓兒童到崇拜中向會眾

歌唱；他也先不教和聲，只教主旋律，讓會眾熟

悉詩歌。《堅固保障歌》的特色：首先，是以德

文歌唱，所以普通人也能唱，也能聽明白；第二，

這首歌是以當時德國流行的音樂風格編寫，這種

風格後來變成了德國信義宗聖詠（Lutheran 

Chorale），著名作曲家巴哈（J.S. Bach）就是

這方面的代表。第三，這首歌回應了教會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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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表達當時這個新成立的信義宗教會，要抵

受由羅馬教廷來的逼迫，路德相信神一定會像詩

篇 46 篇所說的一樣，成為他們的避難所。如有

興趣了解這首詩歌的故事與神學的話，請買由王

神蔭編的《讚美詩（新編）史話》。 

b. 加爾文：加爾文最重視的就是聖經，他認為聖經

以外的都不能在教會歌唱。所以，他認為教會必

須歌唱詩篇，他說：“若要啟迪教會，就需要在

公共的禱告／崇拜中歌唱詩篇，向神禱告和唱出

讚美，使眾人的心都會被激勵和醒覺，激發會眾

以共同的愛心向神獻出相似的禱告和讚美。”於

是，加爾文就和他的夥伴一起，為當時他使用法

語的會眾預備了這套《日內瓦詩篇》（Genevan 

Psalter）。這套詩篇的特色，是以法語編寫，而

且是押韻、具有格律的。今天介紹的，你一定認

識，那是《三一頌》（399首）的音樂，上面寫著

OLD HUNDREDTH這個調名，所有帶有 OLD字的，

代表來自《日內瓦詩篇》的詩篇第一百篇。原來

的歌詞應該是“普天之下，萬族，萬民，俱當向

主歡呼頌揚，樂意事奉，虔誠稱頌，來到主前高

聲歌唱。”這正是詩篇 100 篇中：“普天下當向

耶和華歡呼！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歡唱來到他

面前！”的法語翻譯。 

 

四、 啟蒙時期：英國海上霸權與英語聖詩的興起 

1. 英語聖詩：今天我們主要唱頌的聖詩，都由英語

聖詩構成。今天的紅本《讚美詩》，也充滿了音

樂古典時期（Classical Period）到浪漫時期規

格的聖詩。《讚美詩（新編）史話》中大部份詩

歌作者，都來自 18至 19世紀的英國或美國人（英

語用家）。相信這是與傳教士的國籍，與英國勢

力的拓展有關，大部份來華的宣教士，都是英國

人。 

2. 聖詩中的歐洲韻文風格：早期的英國聖詩基本上

都跟隨歐洲的韻文風格。其中最有名的，是當時

非國教教會的以撒‧華滋（Isaac Watts）。 

a. 以撒‧華滋：他是英國公理宗的牧師，他不單將

加爾文的韻文詩篇發揚光大，更加入了自己的元

素，就是將耶穌基督的來臨，視為詩篇預告的應

驗，所以他將詩篇“基督化”，《耶穌普治歌》

（142首）就是他將詩篇 72篇變成耶穌基督再臨

宣告的一篇典範。 

b. 另一個代表是查理士‧衛斯理（Charles Wesley）。

他和哥哥約翰‧衛斯理是循道衛理運動的發起人。

在 1738 年他們獲得靈性的復興之後，查理斯所

寫的聖詩，更顯得充滿熱情與個人化（“我”），

滿有聖經根據，文字也比較簡單，讓他們接觸的

基層人士能夠認識神。他有很多作品都被收錄進

紅本《讚美詩》中，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新生

王歌》（74首）。他將“聽啊！”、“歡迎！”和

很多感嘆號加進去詩中，讓人感到激情與對神的

熱愛。 

 

五、 美國聖詩：副歌、個人化、佈道會 

美國在 1784 年獨立，由於在獨立前後的四波大復興

（Great Awakening）運動，美國人極為熱衷傳播福

音。美國傳福音的形式，多是以傳道人騎著馬到各

個地方，然後開帳幕佈道大會（ Tabernacle 

Meetings）。重視決志，重視更新的傳統，興起了很

多會眾能夠輕易上口的詩歌。基本上，會發現“我”

這個字、和副歌都是經常在美國傳教運動中看見的

詩歌。由慕迪（Moody）到葛培理，都是用這個方式

的佈道詩歌，看看《主是我磐石歌》（308 首），就

可以看到慕迪的拍擋桑基（Ira Sankey）的作品了。

美國著名的盲眼詩人克羅斯比（Fanny Crosby）有

更多差不多類型的作品，如《榮歸天父歌》（11首），

也算得上當年的典型。 

 

六、 五旬節運動：敬拜讚美詩歌的興起 

踏入 20世紀，美國在 1906 年發生了影響這一百年

的大事，就是五旬宗興起。他們強調屬靈體驗，要

經歷聖靈的大能。他們的音樂，最初繼承了佈道詩

歌的簡潔、易唱。這些詩歌在神學和文學上的特色

是在於表達我們和神（特別是聖靈）的親密相通。

這是由“神是我的神”到“神是我的朋友”，再到

“神是我的愛人”的觀念轉變。很多人批評這些詩

歌過於重複、未能敘述信仰的客觀事實與神的屬性

和具體工作。不過，早期五旬宗信徒，都有非常深

厚的信仰根基，“大巧不工”、“大音希聲”，他

們以最簡單的文字來呼求神，這些可算是聖經中的

“靈歌”。後來，漸漸與藍調、爵士樂等融合，成

為今天敬拜讚美的詩歌。 

 

七、 禮儀改革與聖詩 

1. 禮儀與詩歌的結合：會眾在崇拜中一同歌頌的聖

詩，自 20世紀以來受到強烈的世俗化挑戰。1960

年代，天主教會引領的禮儀運動，將禮儀與詩歌

重新結合，希望信徒將信仰、禮儀、音樂結合。

這次被稱為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舉行，觸動

了整個基督教，影響了後來會眾詩的主流取向。 

2. 詩歌內容的豐富：在 1980 年後的詩歌，是禮儀

更新的集大成。詩歌重新以洗禮和聖餐作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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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又以基督耶穌“道成肉身”的奧祕為信

仰實踐的反省核心，使信仰得以處境化、現代化。

詩歌也開始延伸至環保、公義追求、社會關懷、

全人醫治等課題，讓現代人能夠將生活與信仰結

合。 

 

八、 總結：歷久常新的詩歌、貫徹始終的信仰 

1. 歷久：二千年來，基督教的詩歌一直都在表達對

神的信仰。音樂風格可能有轉變，文字的運用可

能各有不同，但核心的神學信念，在合格、能過

關的詩歌當中，是歷久常新、貫徹始終的。我們

要謹記著，詩歌的核心，是神學，是我們對神和

他的教會的理解；就算詞曲多么配合，聖詩的歌

詞仍然比音樂重要。 

2. 常新：今天《讚美詩（新編）》中，大部份都是

18至 19世紀的聖詩作品，實際上這是我們華人

教會的缺失－所謂“傳統”，其實只是很狹窄的

傳統。而在我們許多自行編製的小歌本中，也會

發現大部份的詩歌音樂相似、文學上不精煉、神

學上不穩固。我們要好好為華人教會祈禱，讓我

們的詩歌，真正能夠回應我們的社會和時代，使

我們基督徒的詩歌，也成為中國教會的詩歌。 

 

 

第三課 

華文會眾詩歌 

 

一、 唐朝：景教來華與華文讚美詩 

1. 景教來華：首先來華的基督宗教組織，是景教。

景教來自波斯的聶斯脫里派教會，即今天敘利亞

的東方亞述教會。起名“景”教，為表達他們嚮

往真光的意思。唐太宗貞觀九年（635 年），景教

傳教團來中國傳教。由於得國家扶持，景教受歷

代唐朝君王所尊重，所以經書、讚美詩，都廣泛

傳播；而他們用字為了遷就中國當時宗教術語習

慣，所以使用許多佛教的術語。這也是其中一個

導致景教在 845 年受唐武宗滅佛所影響的原因。 

2. 景教的著名詩歌－《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附

件一）：大秦指羅馬或是波斯等地，三威，有指

是三位一體，蒙度讚則是指讚美詩。文本在敦煌

的石室被發現（這首詩載於紅本讚美詩第385首）。

這首詩共有 12 節，混合了佛教、道教的術語，

是敘利亞文本的榮耀頌（Gloria in Excelsis）

的中文翻譯。例如第一句“無上諸天深敬歎，大

地重念普安和”，就是路 2：14“在至高之處，

榮耀歸予神，在地上平安，歸予主所喜悅的人。” 

二、 明末清初：天主教領袖的文學作品 

1. 徐光啟與《大讚詩》：唐武宗滅佛後，景教只流

行在民間；元朝的也裏可溫，主要向色目人，即

是當時的西域人士傳播，反而在漢人之間，沒有

留下很多的痕跡。直到明朝後期，利馬竇將天主

教傳播入華，主要向上流社會，向官員傳播福音，

造就了一批基督徒學者，例如徐光啟就是當時的

聖教三杰之一，而今天上海的徐家匯，就是當年

徐光啟退休所居住的地方，他寫了《大贊詩》一

套，使用的是中國古代詩經四字詩體（附件二）。 

2. 吳歷與《仰止歌》（386首）：紅本《讚美詩》《仰

止歌》的作者吳歷生在明末清初，國破家亡時，

他寫詩，也畫畫。50歲時他加入耶穌會，成為中

國第一位神父。他一生寫了很多基督教詩歌，但

只有這首詩歌被譜上音樂，讓我們歌唱。其中一

句說：“一人血注五傷盡，萬國心傾十架奇”所

以我們要“仔肩好附耶穌後，仰止山顛步步隨。”

耶穌一個人從他的 5個傷口流出寶血，萬國仰望

十字架的奧秘。我們要一起依隨耶穌，一步一步

向上邁進。這首歌是談及成聖的詩歌。附件中有

它的完整歌詞，同時也附有一套他所寫的彌撒詩

歌的原文。 

3. 康熙與《基督死》：康熙是中國皇帝，因受西方

傳教士影響，他曾經寫一首詩，叫《基督死》。

詩歌使用了很多數字：“功成十字血成溪，百丈

恩流分自西。身裂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兩番雞。

五千鞭撻寸膚裂，六尺懸垂二盜齊。慘慟八垓驚

九品，七言一畢萬靈啼。” 

4. 小結：總的來說，新教來華之前的詩歌有數個特

點： 

a. 詩歌主要為翻譯作品／信教學者的作品，與大眾

未必同步 

b. 詩歌以文言文寫作 

c. 詩歌以中國的詩歌體裁創作 

 

三、 新教：馬禮遜與養心神詩 

天主教因為祭祖問題、禮儀之爭，導致在康熙帝后

期（約 1721 年）禁止天主教士在中國的傳教工作，

他們只能從事科學研究，而不能舉行聚會。當後來

馬禮遜於 1808 年來華的時候，中國仍然面對禁教的

處境，而馬禮遜面對這個處境，首先就是翻譯聖經，

其次就是翻譯中文讚美詩，稱為《養心神詩》，這本

詩集也是第一本華人新教的基督教詩歌集。它的引

言說：“世人的詩章、歌曲之屬，多為不正宗之意，

有利於害人心，惟於養人心無益矣。”馬禮遜翻譯

詩歌的目的，就是要“小補助人行善，致神造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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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者，獲尊榮以救人也。” 

 

四、 太平天國詩歌 

中國第一個以基督教為國教的政權，是洪秀全的太

平天國。我發現他們的崇拜非常謹慎，也按照聖經

詩篇和歷代志中所描述，使用中國同樣名字的樂器，

在每一所王府中安排樂師演奏。洪秀全在《天父詩》

中寫過：“日夜琴聲總莫停，停聲逆旨處分明。天

堂快樂琴音好，太平天下永太平。”說明了太平天

國很重視音樂的敬拜。在太平天國每周的聚會中，

他們必定會歌唱太平天國的“國歌”－來自《讚美

詩（新編）》第 399 首－歌詞參照當時廣州浸信宗羅

孝全的《三一頌》，改為以下版本：“贊美神為天聖

父。贊美耶穌為救世聖主。贊美聖神風為聖靈，贊

美三位為合一真神。” 

以下為引用學者劉巍研究太平天國《三一頌》的對

照： 

這首《三一頌》所有太平天國成員都會唱，是第一

首普及全中國的基督教聖詩。 

 

五、 方言／宗派詩集的興起 

1. 方言聖詩興起：隨著中國因不平等條約開放許多

通商口岸，大量宣教士來華，並翻譯了不同方言

的聖經和詩集。其中閩南、江浙、寧波等地的方

言聖詩大量興起，不同宗派也流行他們版本的詩

集。但這些詩歌始終還是西洋聖詩翻譯而成。作

為傳教士宣教的配合，也沒有什么既定條理，主

要是傳教士喜歡的詩歌的集錦。 

2. 給知識份子的詩集：國語／官話詩集當時仍不是

主流，我們今天使用的白話文，也不是當時詩歌

的主要方言。若是對知識份子預備的詩集，內容

多數像馬禮遜的作品一樣，使用很多文言文和歷

史典故。 

3. 本土詩歌：若要介紹中國人自己寫作的詩歌，首

先要談席勝魔牧師。他原是深受吸食鴉片煙所害，

因為內地會的工作生命得到改變。他寫的詩歌很

有中國基督徒的特色－多關苦難。其中一首《主

賜我平安》說：“為信主，家貧窮，我心似難安；

想念主，在客店，我心便喜歡。主賜我平安，主

賜我平安，主所賜的平安，與世福無干，人不能

奪去，平安乃在天。”那種屬世與屬靈的對照，

是華文傳統聖詩的一個很大的主題。但是值得我

們問的是：世界既然是神所創造的，世界可以是

屬靈嗎？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話，

這個天國，可以是屬世的嗎？ 

 

六、 1919 新文化運動與黃金十年 

1. 新文化運動對詩歌發展的影響：1919年新文化運

動對詩歌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使用白話、國語，

加上和合本聖經流行和中國國內佈道運動興起。

中國人在討論教會合一的時候，已經討論到必須

有一套合一的聖詩集。追求中國化，追求本色化，

中國人開始寫聖詩，開始編排詩集。 

2. 中國基督教“文藝復興期”：1928－1937 年是國

民黨中華民國的黃金十年。中國沒有對外戰爭，

百廢待興，對於中國的基督教會來說，這黃金十

年也叫做中國基督教的文藝復興期。這時出現大

量和基督教有關的文學、詩歌作品。其中趙紫宸

的《清晨歌》（《讚美詩（新編）》148首）的“清

早起來看，紅日出東方，雄壯像勇士，美好像新

郎；天高飛鳥過，地闊野花香；照我勤工作，天

父有恩光。”就是詩篇 19 篇的中國化；楊鏡秋

《明星燦爛歌》（68首）中的“明星燦爛夜未央，

孤燈熒熒照客窗”；正正就是使用中國古詩體去

展現基督教信仰的深度。而這些詩歌配合的調子，

也是中國的樂平調、浣沙溪調，不過採用了西洋

和聲合唱，是很有趣的配搭。 

3. 簡譜的出現：在1928－1937年這段時間的聖詩，

都使用了簡譜。簡譜其實在國際上不流行，但在

中國卻十分流行，甚至有四部簡譜、簡譜的琴譜。

所以，如果到了外國，卻發現沒有簡譜詩歌，不

要感到奇怪，原來簡譜只是我們國家的人比較常

用的一種記譜法。 

 

七、 1949 年以後的華文聖詩轉化 

1. 1949 聖詩中國化淡化：1949 年是良友電台成立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年，影響了整個中國

的基督教會眾詩歌發展。出版社搬遷至海外、港

澳台地區，文藝人士分散，生活環境轉變，導致

聖詩中國化的行動不再成為主流。在這段時間，

可惜的是聖詩在神學上的發展實在不多，但欣喜

的是在展現的手法方面有很多轉變。 

2. 1950－1960 年調整期：中國教會面對三自教會成

立、台灣和香港的教會則在面對人民遷徙以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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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安定生活，所以未有很多新詩集的出現。但到

了 1960 年代後期，隨著青年聖歌的興起，加上

世界性反越戰及披頭四（Beatles）、“貓王”皮

禮士（Elvis Presley）等流行音樂的潮流的影

響，聖詩一直以來以歌詞為主的文化開始轉變，

音樂在聖詩中佔有更加重要的角色，而聖詩慣常

的通用調、按照格律分佈的模式也漸漸轉化成為

不規則、專用的曲調配上只屬於這首歌的文字。

這段時期的華文聖詩趨勢，最重要是“短、節數

少、有副歌”。香港和台灣的校園民歌發展主導

了會眾詩歌的流行程度，而這些流行民歌曲風的

詩歌也和傳統聖詩的愛好者出現衝突。 

3. 70－80 年代的“台風粵韻”：1976 年文化大革

命結束，中國基督教會漸漸恢復。在 1983 年《讚

美詩（新編）》推出，這套詩集主要繼承了 1977

年香港出版的《普天頌讚》的風格。另一方面，

台灣的普通話詩歌開始通過不同方法進入內地，

特別在當時在良友電台廣播，卡帶形式等模式讓

內地弟兄姊妹歌頌神。當時的詩歌主要有《耶和

華是愛》，天韻詩歌《一件禮物》等等。同時，

香港有“齊唱新歌”，推動粵韻詩歌，和切合時

代、社會需要的詩歌。 

4. 90 年代“現代和傳統”的鐘擺：1990 年代是卡

啦 OK 的高峰，也是台灣“讚美之泉”詩歌興起

的年代。在最初的數張專輯中，他們“專輯與詩

集一起發售”的方法、容易上口的旋律、不遠的

音程、接近卡啦 OK的模式，讓人容易加入歌唱；

同時在內地，小敏的《迦南詩選》成為內地信徒

作品的代表。她的作品大部份都以中國小調為依

歸，直接引用經文，加入較多個人情感。著名的

作品有《同路人》、《送給你遠方的親人》、《我今

天為你祝福》。至於在台灣，則推出了大量以原

住民為主題、以台語為主的基督教音樂。當時也

是“崇拜”之爭主要時期，因為使用敬拜讚美曲

風的弟兄姊妹開始進入教會管理層，與當時仍舊

使用傳統聖詩的長執有不同意見，導致出現“現

代和傳統”的爭執。 

5. 20 世紀的變革：2000 年代隨著科技進步及與世

界接軌，詩歌的內容和展現方法也開始推陳出新。

內容方面，傳統的《普天頌讚》於 2006 年再版，

把 1960 年代開始的神學思想和嚴肅音樂發展，

表現在聖詩集中，並開始減省華語詩集裡過量的、

1700－1900年風格的作品。香港流行歌手鄭秀文

2009 年福音詩歌大碟《信 Faith》，讓我們發現

基督徒明星的作品可以由非基督徒填詞，卻盛載

基督教信仰。鐘氏兄弟的福音詩歌，以最優質的

音樂人和混音技巧，與深具社會關懷的歌詞，打

入流行音樂榜首位，也獲得世界各地的獎項。內

地的獨立樂隊也興起，開始創作並銷售。但這年

代的表演音樂（Performance Music）多於會眾

音樂（Congregation Music）。在部份歌曲中，

音樂的主導蓋過了歌詞的重要。 

6. 展現方式上，VCD／DVD到視頻網站的通行，讓許

多詩歌成為卡啦 OK 選曲，在內地基督教圈子中

流行，甚至基督教歌手，也拍攝 MTV音樂錄像，

加強他們歌曲的感染力。2007 年，香港開始發展

詩歌卡啦 OK，讓人可以點唱詩歌；2011 年，讚

美之泉開發手機應用程式，讓人使用他們所有歌

譜；在 2011 年香港更開設粵語譯詩維基平台，

讓各種不同譯本並排比較，推動詩歌翻譯和創

作。 

 

八、 總結：華文聖詩 1400 年 

1. 反思進退間：華文聖詩歷史的步伐，隨著時代進

步變得越來越急促。值得問：雖然當下有很多展

現聖詩的新手法，但聖詩內容的深度，有沒有隨

時代進步而進深？同時，由平信徒主導、甚至非

基督徒主導的現代詩歌寫作，能否讓人更了解信

仰，還是只能抒發情感，甚至傳遞似是而非的信

仰？值得反思：我們包裝進步了，我們音樂有很

多新變化，但我們的神學有沒有進步呢？是否合

乎聖樂本身的目的？ 

2. 聖樂的目的：聖樂的目的，就是要榮耀神，使信

徒成聖（Gloria Dei，Sanctificatio Fidelium）。

嚴謹的寫作、審核，自由的頌唱、讚美，必須結

合起來。我們不單要為未來的聖樂事奉人材祈禱，

更加鼓勵良友聖經學院的同學，以所接受過的神

學訓練，好好審視每個星期所唱的詩歌。 

 

 

第四課 

詩歌分析方法（神學、文學、音樂） 

 

一、 聖詩以文字的“詩”為核心 

1. 如果神學並不正確，無論音樂多豐滿有力，都失

去意義。 

2. 一首聖詩可分為“神學、文學和音樂”，這裡會

集中談神學的問題。 

 

二、 華人教會詩歌普遍神學問題 

1. 須留意詩歌的神學是否準確：今日詩歌大部份由

平信徒寫作，在選曲時必須留意詩歌的神學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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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詩歌在教會中肩負著信徒培育和教育的功

用，選歌要非常謹慎，讓每個人歌唱的，是不容

置疑的真理，能按照聖經、教會傳統、理性和經

驗反映基督徒的生命成長。 

2. 常見的詩歌問題：如詩歌中描述的三位一體神，

位格角色模糊、歌詞中人僭越了神。 

3. “詩歌分析表”的介紹和使用：詩歌審核表格，

分析一首詩歌是否合格。 

 

三、 詩歌分析表（見附錄） 

開始分析前，先寫上詩歌名字、作者和來源，好做

記錄。再按判斷，給詩歌優、佳、可、差、劣的評

分。分析神學問題時要思考的問題： 

1. 這首歌是否完全合乎真理？ 

2. 與我宗派的背景／神學傳統一致嗎？ 

3. 可有引用經文／聖經典故？ 

4. 能提供整全的聖經教導嗎？ 

5. 有完整的神學理念支撐嗎？ 

6. 可有引用聖經中神不同的名字和稱謂？ 

7. 可有整全介紹三位一體神？ 

8. 能否適用於集體崇拜？ 

9. 歌詞是否能按基督教角度回應今天的社會？ 

 

四、 歌詞 

歌詞分析要看作品的文學素質。有些詩歌神學正確，

“人性欠奉”，用字艱深難懂難讀，這就不是好詩

歌。從歌詞評曲，要考慮以下各點： 

1. 歌詞是不是仔細規劃而得，是否合邏輯？ 

2. 句子結構是不是完整，文法是不是流暢？ 

3. 詩歌體裁、文學色彩、修辭是否豐富？ 

4. 文字是否有指向性，能引起會眾的聯想和共鳴？ 

5. 文字是否能即時理解？ 

6. 文字是否輕易流暢誦讀？ 

7. 文字讀出來是否動聽？ 

8. 文字是否具體？ 

9. 歌詞有沒有啟迪性？ 

 

五、 音樂考量 

詩歌主要是神學，但音樂應該有助詩歌提升。音樂

要盡量簡單。音樂考量因素： 

1. 音樂語法是否工整會眾容易掌握？聖詩學通用

格律典範示例：8.6.8.6 如《奇異恩典》，AABA

格式如《快樂歌》。 

2. 旋律和節奏是否有方向？如《普世歡騰》是由上

而下 dtls fmrd(音調)去表達救主下降的。 

3. 和聲的支持。 

4. 對普通人來說，音樂是否容易歌唱？ 

5. 曲調是否吸引人歌唱？ 

6. 音樂是否切合歌詞？ 

 

六、 總結 

1. 選曲時，將不同特色的詩歌放在一起，加上有深

度的帶領，讓神學的傳遞變得整全，讓會眾以真

理、以真心崇拜神。 

2. 使用〈詩歌分析表〉分析詩歌，認識每首詩歌的

強項弱項，清楚選詩歌原因，就能將崇拜的觀念

和價值觀清晰地傳遞。 

 

 

第五課 

選詩及領詩技巧 

 

（本課參考：謝祥永。《音響了沒》。新北市：榮益，

2012。） 

 

一、 崇拜是否一定需要音樂？ 

音樂是基督教信仰中很重要的元素，但如果沒有音

樂就無法敬拜神，那究竟是音樂有問題，還是人有

問題？如果有弟兄姊妹因音樂風格不適合就離開教

會，究竟是音樂的問題，還是牧養、教導的問題？

無論音樂是否存在，神的愛仍然不會改變。無論音

樂是否存在，信徒對神的讚美都不應該減少，也不

會減少。 

 

二、 選詩基本三原則 

1. 內容－適度配搭不同強弱的詩歌 

內容是詩歌最關鍵的要素，詩歌肩負教育弟兄姊

妹、影響教會生態的功能。如果一首歌在神學上

有一丁點疑惑，不要選用。音樂作者有不同的專

注，他們關注神的不同屬性。要仔細留心不同歌

曲結合是否合乎信仰的要求，它們的結合是否能

反映整全的神學觀。按詩歌分析結果，每首詩歌

都有強弱，如一首歌在聖經真理上比較弱，就要

配上另一首真理教導強的詩歌提升它，這樣才能

令整個崇拜平衡，會眾能以更廣闊的視野經歷神

的真實。如崇拜的主題是恩典，可用《奇異恩典》

這首談信徒生命經歷的歌，加《你真偉大》，（《你

真偉大》將神由創世到十架到再來，那種救贖故

事的恩典都展現出來），最後再加上《我們愛（讓

世界不一樣）》，表達我們如何借著愛，將恩典流

露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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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神和會眾角度出發 

選詩者的第二個原則就是要有同理心，從弟兄姊

妹的角度出發。身為帶領者，一個中間人，是要

幫助神展現他的作為，也幫助弟兄姊妹去敬拜神。

所以，選的每首詩歌，說的每句話，都要具有幫

助會眾的功能。要從會眾處境出發－近期有什么

新聞？整個群體的憂慮和心情是什么？他們最

希望向神訴說的是什么？音樂的帶領者是有牧

養職份的。要擔起牧者職份時，就要認識羊，當

然羊也要認識你。我們也要展現神的作為。領崇

拜的，要成為神和人之間的橋樑；神想向羊群說

什么？如何幫助神更加清楚表明他的話？所選

的音樂，怎樣讓神說出他對他子民的心聲？設身

處地，就是最好的辦法。不妨從共有的情況開始，

例如孩子的教養問題，兒女的婚姻大事、社會面

對的不公平、人和人之間的不信任……那樣，找

到共同點的時候，就可以選到合適的詩歌，而且

能夠說出合宜的話。 

3. 易上口 

不是每首詩歌都適合會眾歌唱。好的詩歌，音樂

應該在能掌握之餘有新意，在音程較窄之餘，能

夠有豐富的變化。記住參與崇拜的人都是普通人，

如果詩歌唱出來他們感覺不好，就不會唱。那究

竟如何分辨一首歌是否容易唱？如果唱一首歌，

一些音樂節奏，連音樂領袖也要花 3至 5次才學

好；一些音調，很疲累才能夠達到它的高音音準、

或者低音根本下不去；一些地方，唱了數次都跑

調……如果音樂領袖都掌握不好，會眾更是事倍

功半。這個檢測方法很容易，唱 3次就好了。可

以請音樂水平比較普通的朋友唱數次，就知道一

首歌是不是容易唱了。容易唱，是鼓勵人投入的

重要因素，不然就算歌詞多么有意思，多么能說

出人的心聲，或者是神的啟示，不能歌唱出來，

就表達不了我們的情感。這也是我們不能經常在

崇拜中引用新歌的原因。 

 

三、 領詩的技巧 

領詩的工作是牧養的工作。崇拜時如何實際操作

呢？ 

1. 引句／間句 

a. 一句起、兩句止：引言要簡潔，清楚易明，不要

加入許多與主題無關的東西。50字以下已經差不

多，再多會變得冗長。簡潔的好處就是讓會眾很

清楚發生什么事，也有合適對詩歌的期待。 

b. 與崇拜主題結合為焦點：選的詩歌、說的話必須

要指向崇拜主題，任何多餘的話，都會讓會眾分

心。所以要十分了解崇拜的經文、講道內容。（配

合講道大綱／題目） 

c. 使用詩歌分析了解詩歌的強與弱：知道詩歌強弱

后，就要補充。例如詩歌非常個人化，就要多說

“我們”，詩歌強調神的審判，就要補上憐憫和

恩典。當詩歌強調基督受難的苦楚，就要補上基

督已經復活，我們有盼望。 

d. 考慮會眾的處境：要思考會眾在那一刻的情況，

究竟他們整體帶著什么心情來教會？如果剛剛

國家發生了災難，你能不能在崇拜中唱“快樂快

樂我們崇拜”？快樂的歌是很難挑的，因為痛苦

總是比快樂深刻；無論唱什么歌，說什么話，原

理都一樣；我們只是中間人，要幫助會眾向神說

話，也要幫助神更清楚的向會眾說話。 

e. 寫稿還是即興？即興的話如果沒有經過訓練，通

常都會變得重複、失去重點、沒有層次感；建議

是寫下來，然後現場加以發揮，這樣，就有結構，

但是結構也不會限制你和現場人士的互動。 

2. 聲音運用 

a. 重複兩次：聲音是會消散的藝術，我現在已經聽

不到我在 5秒前說的話，加上短暫記憶力，所以

歌曲編號、經文節數這些一定要說兩次（當代敬

拜讚美因沒有詩集編號，不適用）。 

b. 速度與節奏：說話越快，就會越激昂；說話越慢，

就會越深沉，反思；快速時，要使用排比句，加

強說話的壓迫力；慢速時使用適當的斷句，能夠

讓人在你每句話中都有思考的空間。 

c. 近麥克風（話筒）效應：由於低音傳播的性質，

當你越接近麥克風，你的低音就更加厚實，對於

女高音們來說，低音平衡，能夠讓她們的嗓子不

刺耳，對於男低音來說，越近麥克風，那種磁性

的聲音會非常迷人，具有感染力。 

d. 掌握音樂，掌握時間：領詩必須要熟悉音樂。音

樂的變化，前奏的小節（bar）數量、時間都要

很清楚。音樂是主調時，人聲應該停止，當音樂

來到弱拍（offbeat）時，人聲才開始。 

e. 適當音量及平衡：敬拜隊必須要有好的音控師，

他要會唱歌，五音不全的絕對不能選進去。他能

夠為你調整合適的音量，聽起來舒服，不吵，也

不用刻意去聽。 

3. 互動 

詩歌的帶領是與會眾的互動，有橋樑角色。怎樣

關心我們的會眾和團隊呢？ 

a. 適當指揮：會眾需要指揮。很多時候敬拜隊領袖

的手都是高舉起來，或者做不同的手勢示意。但

就會導致會眾在每段的轉接位置中不知道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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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唱下去，或者在很匆忙的時候去跟上。指揮要

為會眾賦予歌唱情感的轉變，強弱？快慢？傳統

崇拜靠的是司琴的節奏，但是如果主領聚會的人

懂基礎指揮，對豐富詩歌的情感必然有幫助。 

b. 預先排練：崇拜音樂人一定要額外排練，而指揮

也要預先與身邊的人溝通。溝通是領詩最重要的

工作，是在神學、文學和音樂的分析后，向樂手

表明怎樣處理那些音樂，所以某程度上，領詩也

應該在這三方面進深。 

c. 預先編排好的程序？即興？有些現代敬拜讚美

的詩歌，都是即興轉變；這當然是按照當時情況

而定，但是在事先必須協調；而且要對各個單位

有清晰、預早的提示，不然其他合作的人會很辛

苦。而且編排好的音樂就可以做一些特別，花心

思練習的音樂技巧。建議八成編排，兩成即興發

揮。 

d. 留意會眾有沒有歌唱：這點最重要。歌唱時，留

意會眾的眼神，他們有沒有唱，就知道一切預備

是否能夠幫助弟兄姊妹。留意他們有沒有唱，也

是發現詩歌有沒有不適合的地方，不過“不適合”

通常都是音樂上的，詩歌的即時性很難讓人思考

神學是否正確。 

e. 俯就卑微的人：我們是音樂領袖，但要記著大部

份會眾都對音樂理解較表面，要幫助他們成長，

同時要按著他們的程度，不能揠苗助長，而是以

他們最有共鳴的聲音向神展露整個群體的情

感。 

 

四、總結：具有牧職的音樂人 

音樂人需要具有牧養的職份和思維。每句話、每首

歌，都帶領著羊群走向真正的大牧者。牧者容易找，

但要求有音樂質素的音樂人也肩負牧職，實在是很

大的挑戰。在追求音樂完美的背后，更重要，永遠

是小羊。當你願意為羊捨命，為他們犧牲你一直追

求的音樂素質，那就是教會音樂事奉的一大步。 

 

 

第六課 

會眾詩歌與崇拜牧養 

 

一、 會眾詩的角色 

為什么會眾要歌唱？為什么崇拜需要集體行動－需

要集體讚美？ 

1. 禮儀角色：禮儀的希臘文定義，就是“眾人的工

作”，代表我們所有人都要主動一起作工。很多

時候教會認為詩班是代表我們唱詩，但禮儀應該

盡量由會眾參與。只有一些藝術性比較高的音樂，

詩班可以持續排練演繹。近年詩班獻詩中，多加

入會眾同唱部份，這可將會眾的歌聲融入詩班獻

唱中。奧古斯丁說過：“唱出一首好的詩歌就是

雙倍的祈禱。”崇拜中的會眾音樂，就是我們心

中發出的禱告（雖然禱告的歌詞由別人所寫），

包括了感恩、讚美、祈求、認罪、哀求、代求。

音樂融入崇拜，就能豐富提升整個崇拜的參與。

今天設計崇拜的一個關鍵就是提升會眾與神的

互動，讓會眾自己（無論以集體或個人形式）說

出想對神說的話。 

2. 神學角色：第四課曾提到對詩歌中的神學因素須

有嚴格要求。詩歌中神學的穩妥性與整全性非常

重要，因音樂有個美好功能，就是在不知不覺之

間進入我們心中，想忘也忘不了。那究竟輸入我

們心中的是什么音樂？信仰是否正確？會不會

因為我們疏忽，把一些信仰不純正的內容傳遞給

會眾？作為教牧必須審批，作為信徒領袖必須謹

慎。好的聖詩必須有清楚的神觀，詩歌探討的課

題要有實際內容，而非單純讚美主的恩典、慈愛。

虛無的字眼確實具有“大公性”，即是無時無刻

都適用，但優秀詩歌必須言之有物，讓我們真正

與神對話，而不是因為音樂動聽而去唱。聖詩的

核心永遠都是文字，如只有優秀音樂，文字卻蒼

白無力，這首聖詩只是下乘。 

3. 牧養角色：在很多教會中，詩歌所佔崇拜時間比

例極高，甚至有些教會是 20 分鐘詩歌、40 分鐘

講道。所以詩歌的選取，對整個群體影響很大。

選詩時，要問：“究竟這首詩歌對會眾有什么幫

助？”“這首詩歌對他們／（自己）有沒有提

醒？”“這首詩歌對教會整體的成長有幫助

嗎？”希望你保存一個表格，寫下崇拜的經文／

講道主題，然後寫出選曲、詩班獻詩和純樂器音

樂，並寫出為什么要選這首歌。在附件中預備了

一個例子和一份表格，有興趣可自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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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牧同工／平信徒領袖對會眾音樂的訓練 

1. 常見問題：當我們理解了會眾詩的角色，對崇拜

有長線規劃，會發現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在教會

音樂領導事奉中曲高和寡。可能你發現身邊太多

人對音樂不認識。身為教會領袖（特別是在神學

上的領袖），若不認識音樂，不認識聖詩，就會

在監管教會崇拜傳遞正確神學、信仰上出漏洞。 

2. 訓練人才：教牧訓練，在於成為全才。當其他人

失效，同工中必須有人能夠替補。在音樂上，同

工雖然不一定是專才，但他們要對音樂有基礎知

識，尤其對詩歌的神學有所要求。同樣道理，對

於音響控制訓練、詩班特性、崇拜規劃，同工該

有基本了解，才不會導致出現“外行人管內行人”

的情況。教牧該勇敢把關，一旦發現詩歌不合格，

就應該予以阻止。整個崇拜和崇拜音樂預備應該

延長，最好在兩星期前預備好，除非有突發事情

或環境轉變，才改變整個崇拜的設計大方向。 

3. 團隊服侍：教會中，該有一個崇拜規劃小組，由

牧者、同工和信徒領袖一起負責設計編排，規劃

整段時期的崇拜設計，並審核每星期的詩歌。崇

拜該有團隊按照牧養情況規劃出來，每個人的音

樂視野有限，集思廣益，才能讓會眾在音樂上有

更豐富的經歷。而且，集體創作可以幫助我們避

開自己的個人喜好和品味限制，讓我們專注討神

的喜歡，從神學和信仰角度出發，而不停留在討

好自己、討好會眾的音樂品味之中。 

4. 教導實踐：今天很多問題，源於教會牧者不諳音

樂，放權給平信徒，最終讓那邊變成一個缺乏管

理的小天地。牧者要知道，需要指導會眾創作、

選材、如何運用詩歌、如何使用詩歌作為教育的

媒介，如何演繹詩歌，以提升他們的信仰。第一

步，就是幫他們理解自己唱的是什么。 

5. 追求長進：平信徒領袖一定要在詩歌的神學、文

學、音樂上不斷鑽研，因為是肩負牧養責任的人。

當詩歌班與音樂樂手（司琴）能將詩歌處理得有

感染力、將文字的力量釋放，會眾自然會被帶動。

所以，今天我們的練習，不單是練習要獻唱的歌，

而是要預備整個崇拜，要預備會眾同唱的音樂，

借著我們對唱詩的熱情鼓勵會眾一起敬拜神，成

為會眾生命更新的推動者。 

6. 謙卑態度：在教會，音樂事奉者與牧者的關係，

主要還是謙卑。互相欣賞對方的服侍，同時以會

議作為機制，使整個崇拜編排／詩歌選擇的過程

更加謹慎，因為對於我們只是一首詩的分別，但

是深層次來說：“You are what you sing”－

你唱什么歌，你就會被塑造成為怎樣的人。 

三、 會眾詩歌的未來 

1. 針對社會議題：近 20 年會眾詩開始針對現代關

注的項目，而不單是個人的敬虔。例如關注環保

（如何關愛神的創造）、貧窮、饑餓、公義、世

界和平、普世教會合一、婦女地位，或對於禮儀

神學的新觀點。你所唱的詩歌是否停留在 1930

年代呢？我們的新詩歌，是否能夠帶來新的視野

呢？詩歌具有教育和啟迪的功能，要幫助信徒榮

耀神，關懷鄰舍。你的環境是不是有 PM2.5 呢？

水源是不是被污染呢？是不是有很多乞丐呢？

是不是有很多人浪費食物呢？近期世界上有什

么戰爭？教會是不是弟兄主導管理呢？如何加

強姊妹的地位？如何保障女性不受歧視？其實

這些全部是基督教信仰的一部份，也是聖詩可以

創作的題材。 

2. 胸懷普世的創作：因為我們有對當今社會的盼望，

我們的神學不能夠停留在 70 年前。需要引入世

界各地的詩歌創作，讓我們的信仰追上世界各地

的步伐和神學發展。近年有一套《讚美詩（新編）

補充本》，有 200 首新作品，或許這是對於引入

新聖詩的第一步。 

3. 本地處境和年青作品：另外，我們要在自己的堂

會中，有更多新創作。但這些創作，要對會眾有

啟示，要有處境。兼顧神學、文學與音樂水平。

如果弟兄姊妹有恩賜，請給年輕人多點機會寫，

給他們有公開的機會演出，幫助他們修正神學觀

念，用他們作品的清新，更新我們的會眾群體。

當然，若他們的作品水平還未到，可以讓他們暫

時先存放著，當作經驗的積累。 

4. 解讀詩歌：讓我們認真去分析聖詩。我們只要認

真去分析，認真去批判，認真去欣賞，這就是教

會唱聖詩的未來。當熟習這模式，就可以開始推

展到弟兄姊妹身上。好詩歌一定有優秀的神學、

文學與音樂元素。可能這個研討小組，能借著解

讀詩歌，幫助各人在靈命上進深，對信仰有更紮

實的反思。 

5. 多開拓不同的新詩，以新心態唱舊歌：作為教會

音樂領袖，要經常尋找一些新詩歌，並將新的優

質詩歌引入教會。可先由團契開始，先由小規模

聚會開始，慢慢就能為會眾增加一首“經典”詩

歌。同時，我們要篩選優質的“舊歌”，讓舊歌

不會因眾人不會唱或因領袖個人音樂喜好而消

失，要讓會眾欣賞有素質的舊歌，也借著這些千

鎚百煉的文字，與先賢連結，但同時他們是在這

一時、這一刻向耶和華唱出這首“新歌”。 

6. 曲風：未來是一個融合的年代，當信徒生命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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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會甘於只使用一些很淺白的敬拜讚美詩

歌，他們追求更加深刻的詩歌來表達自己的屬靈

深度，但在音樂上仍舊保持敬拜讚美的活力。在

崇拜中，我們也要兼顧不同信仰程度的會眾，所

以適度平衡的選曲風格，也非常重要。 

7. “慢”教育：要有預備作漸進式教育，慢慢讓他

們學習，有計劃地重複詩歌，當我們穩定地、慢

慢地重複一些優秀作品，會眾就會生命得著更新，

對信仰也有更深度的要求。 

8. 爭取不同場景作推廣：最後我們要爭取機會作會

眾詩的教育工作，例如講道、主日學、崇拜預習、

領袖培訓退修、週會、問卷調查、月詩、聖詩節

慶、記念聖詩作家的生死周年、主日學、兒童崇

拜、青年崇拜、周刊中做介紹詩歌的工作，幫助

會眾理解所唱的歌；再加上在教會圖書館和個人

方面收集詩歌錄音、書籍、詩歌本、辭典、手冊；

不要單靠投影片，有伴奏歌譜更加好，讓會眾可

以經常在不同的處境中歌唱。你的火熱，必定能

夠讓更多人認同你的異象。 

 

四、 總結與建議 

1. 總結 

a. 會眾詩肩負了教會生命更新的功用。借著會眾音

樂，我們與神相遇、對話；借著穩固的神學根基，

我們建構教會的信仰深度和廣度。 

b. 對會眾音樂的發展保持熱誠。你的熱誠，你的學

習，能夠推動整個教會群體繼續追求。縱然有挫

折的時候，不要灰心，因為會眾詩的學習是神學、

美學、文學、音樂的教育，一步一步慢慢來，讓

會眾一點一點的提升。你栽種了，你澆灌了，神

必然叫他們成長。 

2. 建議 

a. 多使用第四課中的〈詩歌分析表〉，並為你的判

斷寫出原因。 

b. 使用第六課的〈主日詩歌編排表格〉，寫出每次

崇拜為什么你要選擇某首詩歌，你有什么考慮，

如何配合該次聚會。

 

        



 良友聖經學院《聖樂理論與實踐》             14 

诗歌诗歌诗歌诗歌分析表分析表分析表分析表    

 

诗歌名字：_____________    作者：_______________       来源：___________________ 

注： 

1. 只适用于一些你不太熟悉，或者你没有强烈个人观感/意见的诗歌。 

2. 诗歌略有偏重并不是问题，只需配搭不同类型的诗歌/经文/介绍引言即可将之平衡。 

神学考虑神学考虑神学考虑神学考虑    优优优优    佳佳佳佳    可可可可    差差差差    劣劣劣劣    

1. 是否完全合乎真理？      

2. 是否与我的宗派背景／神学一致？      

3. 是否带有明显的经文引用／圣经典故？      

4. 是否能够提供整全的圣经教导？      

5. 是否有完整的神学理念支撑？（还是只有片面的神学解读？）      

6. 有没有引用圣经中神不同的名字和称谓？      

7. 是否能够完全阐述神三位一体的神性？      

8. 是否针对集体崇拜？      

9. 歌词能否以基督教角度回应今天的社会环境？      

 

歌词考虑歌词考虑歌词考虑歌词考虑    优优优优    佳佳佳佳    可可可可    差差差差    劣劣劣劣    

1. 歌词是否仔细规划而得？歌词推演是否按照合理的逻辑？      

2. 歌词的句子结构是否完整？文法是否流畅？      

3. “诗”体（如押韵）、文学色彩、修辞，是否丰富？      

4. 是否具指向性，能够引起会众联想和共鸣？      

5. 文字是否能够即时理解？      

6. 文字能否轻易、流畅诵读？      

7. 读出来感觉是否动听？      

8. 文字是否具体（还是抽象）？      

9. 歌词是否有启迪性？      

 

音乐考虑音乐考虑音乐考虑音乐考虑    优优优优    佳佳佳佳    可可可可    差差差差    劣劣劣劣    

1. 音乐语法是否工整？      

2. 旋律和节奏是否有方向？      

3. 和声支持是否能够提升音乐？      

4. 对普通人来说，音乐是否易唱？      

5. 曲调是否能够吸引人歌唱？是否很快变得冗长／沉闷？      

6. 音乐是否切合歌词？      译自 Constance Cherry， Worship Architect， （Grand Rapids， Mich.： Baker， 2010），p. 202－203. 
万峰翻译 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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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崇拜日崇拜日崇拜日崇拜    / / / / ________________主日诗歌编排主日诗歌编排主日诗歌编排主日诗歌编排    

圣经经文焦点圣经经文焦点圣经经文焦点圣经经文焦点    

第一段经文第一段经文第一段经文第一段经文：：：：                书书书书                章章章章                节节节节    

    

    

 

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                书书书书                章章章章                节节节节    

    

    

 

第三段经文第三段经文第三段经文第三段经文：：：：                书书书书                章章章章                节节节节    

    

    

 

经文之间连系点经文之间连系点经文之间连系点经文之间连系点：：：：    

    

    

会众诗选曲会众诗选曲会众诗选曲会众诗选曲    

进堂诗进堂诗进堂诗进堂诗： 诗集     首 

曲： 词： 译：  调： 

 

注释：  

（神学反省－ 

牧养重点－ 

礼仪用途－ 

音乐建议－） 

 

回应诗回应诗回应诗回应诗：诗集     首 

曲： 词： 译：  调： 

 

注释：  

（神学反省－ 

牧养重点－ 

礼仪用途－ 

音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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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例子例子例子：：：：将临期第三主日将临期第三主日将临期第三主日将临期第三主日    

（（（（喜乐主日喜乐主日喜乐主日喜乐主日 GaudGaudGaudGaudaaaate Sundayte Sundayte Sundayte Sunday））））－－－－乙年乙年乙年乙年    

2014 年 12 月 14 日诗歌编排 

    

圣经经文圣经经文圣经经文圣经经文特色与连系特色与连系特色与连系特色与连系    

旧约旧约旧约旧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 61616161：：：：1111－－－－4444、、、、8888－－－－11111111    

基督使命 耶和华的禧年 以喜乐代替忧伤 重修荒凉之城 

与百姓立永约 万国皆知耶和华

赐福予他们 

获得救恩、公义的

华冠、首饰 

公义和赞美在万

国中发出 

 

诗篇诗篇诗篇诗篇：：：：诗篇诗篇诗篇诗篇 126126126126    

归回/盼望归回 喜笑，欢呼 神成就大事 流泪撒种，欢呼收

割 

 

书信书信书信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    5555：：：：16161616－－－－24242424    

常喜乐、祷告、感

恩 

不要熄灭圣灵，不

要藐视先知讲论 

美善持守，恶要禁

戒 

神使人完全成圣，

保守灵魂体 

在主来临之时应

无可指责 

彼此代祷，互相问

安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 1111：：：：6666－－－－8888、、、、19191919－－－－28282828    

约翰为后来者铺

路 

约翰为光作见证，

但他不是那光 

约翰被人查问 未来要来临的更

大 

 

经文之间的连系点经文之间的连系点经文之间的连系点经文之间的连系点：：：：    

喜乐 期望将要成就 基督来临时改变

一新 

基督来临时的真

实使命—真光—

基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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